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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TCL 联手电商巨头京东，球星

大咖马布里，在京东总部举办一场融合智能

AI、科技、炫酷等多种元素，倍受年轻、高端、

精英等多元消费群体热捧的“饕餮盛宴”———

“智无界，致未来”TCL伊京东新品发布暨 4 月

3 日京东超级品牌日启动会。TCL 众多参会嘉

宾与媒体朋友亲临现场，在全场景 AI 智能中

共同见证 TCL 以科技缔造智慧生活。

超级球星马布里助阵TCL，
为体育营销之路再加码

此次 TCL伊京东新品发布会，除了现场科技

感十足的场馆及智能产品以外，最吸引观众的

就是“独狼”马布里的到临。在启动会现场，马布

里与参会嘉宾一起，在现场零距离感受了 TCL
带来的全球领先的智能产品体验，并与现场嘉

宾大玩篮球互动。马布里依靠娴熟的盘带技术，

精准的定位球能力，想像力丰富的传球技巧，完

美展示炫酷球技，引得全场粉丝欢呼不停。马布

里现场教学玩转手上花式篮球，派发精美奖品

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体育营销能够给品牌和产品带来巨大助

力，作为一个全球化品牌，强势崛起的 TCL 正

在不断深化全球化战略布局，借助体育运动

激情、突破、富于乐趣的体验，以丰富 TCL 的

年轻化、本地化品牌联想，提升 TCL 在全球范

围内的影响力。从 1994 年第一次携手中国足

球甲级联赛，到 2018 年成功牵手内马尔，TCL
体育营销达到了近年来的全新高度。而此次

通过牵手马布里，一方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

注 TCL 智能新品，另一方面，马布里在篮球生

涯中展现出来的专业、硬核实力和拼搏精神

与 TCL 的追求的极致产品力非常契合，与马

布里合作毫无疑问会为 TCL 坚持了 25 年的

体育营销之路加码。

用科技打破生活边界，
TCL新品亮相致更美未来

随着消费升级，智能化产品已成为家电

行业公认趋势，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军者之一，

TCL 以多年的家电经验，深耕 AIxloT 领域，以

硬件为基础，以 AI 和软件为核心，实现万物

万联以及家居场景的快速融合。在本次“智无

界·致未来”发布会上，TCL 带来多款 TCL 智

能终端新品，覆盖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

智能安防、个护等多个品类，其中包括全场景

AI 电视 T680、Q680 京东定制版，U 润智能空

调、i 涟系列空调、至柔系列滚筒洗衣机、至鲜

系列冰箱、智能门锁、仙女三件套(智能 V 脸

射频美容仪、智能美妆镜、光波双净智能牙刷)
等智能科技产品，这些围绕美观化，智能化、

人性化、多样化和健康化的全新产品，运用智

能科技重塑智慧家庭新模式，链接融合的智

慧生活场景，从客厅到卧室厨房，让科技点燃

智慧生活，用科技打破生活边界，家电与生活

带来无限未来感。

“TCL+京东”强强联手，
一路领跑开创行业新格局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京东首先邀请 TCL
试水以“京品家电”为代表的 C2M 反向定制。

TCL 依托京东海量消费大数据，从消费端需

求出发，通过 C2M反向定制，推出多款满足消

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京品家电”。本次发布的

新品 Q680 全场景 Al 电视、T680 全场景 Al 电
视、260 升至鲜冰箱正是基于大数据定制打造

的京品家电，充分显示了 TCL 的研发实力和

京东在家电零售渠道的强大整合能力和大数

据定制能力。TCL 将积极推进京品家电作为

新一年的发力重点，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与京

东联合打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目前，TCL 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和小

家电等 1200 多款产品，均已与京东家电实现

直供合作，且在京东体系内达到了对渠道的

全面覆盖。而新推出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今

年也会陆续在京东上线。

2019 年 TCL 与京东签署京东家电专卖店

的战略合作协议，TCL 作为重点战略合作品

牌实现全品类入驻京东家电专卖店，并将借

助京东家电专卖店的直供合作实现 4~6 线市

场的渠道下沉。目前 TCL 与京东在全国已超

过一万家京东家电专卖店展开专供型号的直

供合作，并且通过双门头的品牌体验店尝试

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业务。这种“线下体验+
线上购买”的双线模式，既能让消费者在线下

充分体验，又能给消费者带来线上购物的便

捷和实惠，融合了线上与线下的双重优势，一

举两得。

与京东携手成长的十一年里，TCL 与京东

在供销合作、市场营销、商业模式、产品创新、

战略投资等多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以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的品质消费需求，全面抢占了品

质消费的先发优势。

随着消费升级，智能科技正逐步渗入消

费者日常生活，Al伊loT 在 5G 浪潮的推动下将

催生更多的高速应用，万物互联正在成为现

实，AI 与智慧物联网成为家电行业发展趋势。

在此背景下，TCL 整合内部相关业务，成立了

TCL 智能终端业务群，推出全场景 AI 及以 A原
I伊IoT”生态为核心的“4T”战略，进一步深化从

全球家电第一阵营向全球智能科技领先公司

的转型。

现如今京东正全面升级 AIoT 战略，包括

行业端推出了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多种技术的小京鱼智能平台，共享京东的

全产业链能力。未来，TCL 多款智能产品将接

入小京鱼智能平台，为京东用户打造专属智

能产品和服务，实现 TCL 与京东在新生态下

的强强联合。

2019 年是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

型的重要时机，同时也是 TCL 与京东全面深

化合作和全新赋能行业的新起点，TCL 与京

东在多方面进行资源整合，这是双方在无界

零售时代探索中做的一次“加法”。可以看到，

这场由 TCL 与电商零售巨头京东打造“TCL
京东超级品牌日”，无疑是提前打响了 2019
年的揭幕战。 渊中新网冤

TCL 与京东强强联手 共创无界零售新局面

第 十 九 届 国 际 液 化 天 然 气 会 议

(LNG2019)日前在上海世博馆举行，新奥集团

应邀参加本次盛会，全景展示清洁能源全产

业链。LNG2019 吸引了超过 80 个国家的

11000 多位行业人士参会，展商 250 多家，规

模之大，前所未有。开幕当天，国内外行业人

士与合作伙伴驻足新奥展台，深入了解新奥

集团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下、中、上游的布局和

能力，展台全天参观流量超过 2000 人次。新

奥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叶生与雪佛龙、桑托斯、

中海油、申能集团等多家生态圈伙伴互访展

台，交流洽谈。

近年来，新奥全面与国内外合作伙伴探

索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新奥旗下新奥股份于

2016 年战略投资桑托斯，成为其第一大股

东。桑托斯作为一家向亚太及澳大利亚地区

供应油气资源的独立生产商，拥有强大的油

气生产能力，与新奥股份致力于成为具有创

新力和竞争力的天然气上游供应商战略理念

十分契合。桑托斯 2018 年财报显示，年经营

业绩大幅提升，税后基本利润为 7.2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29%，自由现金流达到 10.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基本利润与自由现

金流均创历史最高。新奥股份间接持有桑托

斯 10.07%已发行流通股总股数，按持股比例

采用权益法核算，公司 2018 年度对桑托斯的

投资收益金额为 6424.66 万美元。

在产业链下游，新奥能源 2018 年财报显

示，年销售天然气 233 亿立方米，占国内天然

气销量约 8%，在国内运营 187 个城市燃气项

目，覆盖可接驳人口 9457 万，年内新增签约

257 个综合能源服务项目，成为目前中国民

营企业中最大的清洁能源分销商之一。

作为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的核心装备，出

现在新奥展台的微型燃气轮机吸引了众多生

态合作伙伴的关注。此款 ENN100 微型燃气

轮机是新奥研发制造的首款微型燃气轮机，

总体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核心机部

件 100%国产化，填补了国内微型燃气轮机

产业化空白。

同时，新奥面向海外市场，在东南亚、南

亚、非洲等地区，联盟“中国投资”、“中国建

设”、“中国制造”等项目合作伙伴拓展城市燃

气和园区综合能源服务业务。

在产业链中游，新奥展现了强大的 LNG
分销能力，广覆盖、高效率、灵活性强的储运

网络。其中，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投运的新奥

舟山 LNG 接收站是国内首家由民营企业投

建、运营的大型 LNG 接收站项目，将在保障

国内天然气气源和促进贸易等方面发挥日益

显著的作用。

新奥还介绍了以创新模式构建的基于

IoT 的智慧型天然气交易和配送服务平台。

该平台可提供以能源交易、能源交割、能源交

付为主的基础服务，以智慧物流、能源装备、

互联网金融、能源资讯为主的产业服务，以物

联网、大数据为主的深井式服务，藉此搭建清

洁、安全、经济、高效的多边能源交易新市

场。

国际贸易方面，新奥持续开放合作，围绕

采购与进口，构建国际资源池，初步形成了遍

布全球的国际采购与贸易网络。

在产业链上游，新奥展示了其上游气源

供应能力与积极向海内外寻源的重要项目，

包括自有 LNG 液化工厂、煤制天然气产业化

示范基地，以及战略投资澳大利亚桑托斯等。

特别指出的是，围绕煤气化核心技术，新奥已

经形成了一体化的商业服务模式，为客户提

供工程设计、装备成套、项目建设、智慧运营

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据悉，国际液化天然气会议由国际燃气

联盟(IGU)、美国燃气技术研究院(GTI)和国际

制冷学会(IIR)授权，是唯一由行业主办、为行

业服务，并完整覆盖全产业链的液化天然气

产业盛会，被誉为 LNG 行业的“奥林匹克”。

通过 LNG2019 会议，新奥集团充分展示出其

清洁能源全产业链的优势和实力，将与全球

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现代能源体系，构建数字

能源新生态。

渊中新网冤

3 月 31日，“献礼祖国：洋河 1949·封坛酒

首场文化巡礼”在古都西安举行，来自西北地

区政商、收藏界及白酒行业等众多领域的 200
余位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次意义

非凡的文化巡礼。

据悉，今年洋河股份推出的“洋河 1949·
封坛酒”，是一款蕴含着独特文化背景和丰富

内涵的产品，旨在向新中国 70 年取得的伟大

发展成就致敬，向追逐梦想、奋力拼搏的广大

人民群众致敬。

对于“洋河 1949·封坛酒”万里挑一、献礼

祖国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据洋河股份产品总

监张学谦介绍：所谓万里挑一，即“万里挑一

的老窖、万里挑一的大师、万里挑一的好酒，

甄选地下酒窖与共和国同龄的 70 年老酒调

味而成”。

据了解，“洋河 1949·封坛酒”传承古法酿

造工艺与运用现代技术相结合，从原料到成

品酒需经过 81 道特殊工序，原料清蒸、续渣

配料、低温入池、缓慢发酵……一道道工序，

凝聚着一代代洋河酿酒人的智慧，也体现当

下最尊贵的“工匠精神”。

据悉，自 2014 年起，洋河股份历届封藏

大典上推出的“梦之蓝·封坛酒、双沟 1955·封

坛酒、洋河汉酒·封坛酒 、蓝色经典·封坛酒、

双沟珍宝坊·封坛酒”，皆是出自一批手艺精

湛、对酿酒工艺过程要求苛刻的匠人之手，产

量极为有限。

今年“洋河 1949·封坛酒”酒坛设计者、中

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委员任立波对该款

产品设计的构思为：“一盏百福灯、一幅强国

图、一坛盛世酒，献礼最好的祖国”。

在文化巡礼现场，一位来自延安的收藏

者表示，“今天我是替父亲来的，老爷子今年

90 岁，亲眼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与飞速发展；

他一生爱好不多，唯独对酒情有独钟，洋河

1949·封坛酒不仅是一款匠心打造的好产品，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帮他订 2 坛。”一位

李女士由衷地言道，“说这坛酒是艺术品也不

为过，细节做得太好了，拿到手就有一种怦然

心动的感觉……”

另外，据现场一位白酒专家分析，白酒收

藏市场近年来很火热，但只有具备历史和文

化价值的白酒，才真正具有投资和收藏价值。

“洋河 1949·封坛酒”酒质坚持一贯的绵柔高

品质、传承匠心，同时也“与国同庆”，献礼新

中国 70 周年伟大庆典，这种独一无二的家国

情怀，值得每一位白酒爱好者“收藏”。

据了解，今年 4 月 20 日，是一年一度的谷

雨时节，洋河股份计划举行封藏大典隆重推

介“洋河 1949·封坛酒”，又将是白酒行业乃至

投资、收藏爱好者 2019 年一场万众瞩目的盛

会。

渊若尘冤

献礼祖国 致敬成就

洋河 1949·封坛酒首场文化巡礼西安闪亮登场

新奥集团
清洁能源全产业链
亮相 LNG2019

“云秀·茶马古道”高级定制秀将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
3 月 29 日下午，2019 中国国际时装周

“云秀·茶马古道”高级定制秀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举行。30 日晚 20 时 30 分在北京饭店金

色大厅，普洱市携马艳丽高级定制中心的“云

秀·茶马古道”高级定制秀亮相 2019 中国国

际时装周。

“云秀·茶马古道”是继“云秀·千年彝绣”

“云秀·香格里拉”之后，服装设计师马艳丽关

于云南的第三部高级定制秀，活动通过启程、

在路上、他乡故乡、天下一家四个服装系列，

将普洱源远流长、包容开放的茶马古道文化

元素搬上国际舞台，全面展现一个饱含发展

潜力、充满文化活力、独具时尚魅力的“天赐

普洱·世界茶源”城市品牌形象。

普洱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鸿彬

推介说，“云秀·茶马古道”高级定制秀是

2019 北京普洱对外宣传周的一项重要活动，

通过高品位策划、高档次推动、高水平举

办，让大家享受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

民族与时尚相得益彰、普洱与世界同频共

振，具有“国际范、中国风、云南味、普洱

韵”的文化盛宴。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剑荣称，普洱

市有着底蕴深厚的普洱茶文化、绚丽多姿的

民族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态文化、独

具魅力的边地口岸文化。举办此次“云秀·茶

马古道”高级定制秀活动，对挖掘文化旅游优

势，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

目的地“三张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艳丽介绍说，“云秀·茶马古道”服装新

品是深入云南普洱茶马古道的源头，从普洱

良好的自然生态、秀美的自然风光、各民族团

结和谐的新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的最新作

品。希望通过此种方式用国际化的设计语言

来表达对云南民族文化的理解，并运用云南

民族文化符号创造、开发更多的优秀文化作

品。

(中新网)

荫注销公告：四川鑫昌百味餐
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CAXK35B），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
并成立清算组，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 到 本 公 司 办 理 相 关 事
宜，特此公告荫成都涌润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李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编 号 川 建 安 C（2014）0007702
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广东省美术设计装修工程有限
公 司 成 都 分 公 司 (91510100665349936E)，建筑业 统一发票( 自 开 )，发 票 代 码 ：251011121025，发票起止号：00157529-00157532，共计 4 份遗失，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津成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12MA62NCNT14）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奥尼特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MA6CT0W78A）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中汽润研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2MA6CRFYN14)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维讯易通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5946839443)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荫成都西谷建筑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
册号：510108000016138）；税务
登 记证 正 本 、副本 （税 号 ：51010879493376）均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光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771236249T)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品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057465351J)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荫成都星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SP5101091510013647) 遗失，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道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C5EF26G)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荫余丽会在苏宁购买容声冰箱
发票号 01687687 遗失作废

荫成都钢成商贸有限公司，国
税 、 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川税字 51010669368335X 号）
遗失作废。荫高新区伍大建材经营部，财务
专用章（编号 5101008204779）；
法人章伍大明（编号 5101008204781）均遗失作废荫成都亚美萱家居有限公司在
农行成都高新支行的基本存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J6510065844001 ,账号 808801040017589)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美榜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3430936247)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市众亿优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CAQKB10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嘉禾万兴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R5WT0Q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泰蒂明森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B58752A) 经股东决定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富润辉耀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B51G189)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荫成都易和置业有限公司，银行
预 留 印 鉴章 张 平 忠 （编 号 ：5101065060185）遗失作废。荫成都百吉时代科技有限责任
公 司税号 :510198054936007 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省圣玺天亦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510105MA61R4U91M 经 股 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云创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510104MA62L6BK4A)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市德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510109000199815)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荫四川川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码 ：91510100069780770H）建筑业统
一发票 （自开），发票代码：251011521025， 发 票 号 码 :00059511，遗失作废。

荫武侯区速风货运咨询服务部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川税字513223197402160016 号）遗失，
声明作废。荫注销公告：成都栩宁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1X4KB7Q）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荫注销公告：成都章鱼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LLPD7W）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弘顺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066997544H）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荫金牛区玩格串串香小火锅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06MA6BCQJD1P
遗失作废

荫注销公告：四川博达盛业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CBFG95T）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荫四川昱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侯分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10082041402，开户银行：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武侯支行）遗失作废。荫眉山宽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眉山财
富中心支行开立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652001248401 账号 51001697268052502529 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成都均英密封材料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14725385681H）四川增值税专用
发票代码：5100181130 发票号：04473164、03873096 发票联、抵
扣联遗失作废荫四川联行者素心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094955077K）税控盘：
盘号 539906292651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皓天软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5562003457F 经股东决定注销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一德阁劳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8000229060 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相
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荫四川隆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付韬安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证
书编号 ：川建安 B (2016)0000842 遗失作废荫青羊区佰鑫美容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510105600380272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105L6548810X 遗失作废荫成都轶华机电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25 份发票
代码 5100171320 起止号 19267273-19267297 空白票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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